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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肖

心理测试

越胖越旺的四大生肖
如今是一个全民减肥的时代，大家更崇 为你遮挡霉运，
招来财运！一生坦荡幸福！
尚以瘦为美。殊不知，以下这些生肖却是越
胖越幸福，胖得福更得运，一生不为生计发
第三：
属虎之人
愁！
虎儿们的魄力是从娘胎中自带的！对
第一：
属猪之人
于未来他们有过多的追求，然而对于外貌通
常也极其重视！他们大多为生意人，想给人
猪年出生之人，天生自带福运！因为他 一种踏实的感觉，太瘦恐怕不太好，看似有
们心宽体胖，所以对生活更愿意享受也更知 些刻薄。所以属虎之人要想功成名就必定
足。命中带水自多口福，这类人通常不挑剔 不能减肥，有一些小肚子也无伤大雅！越胖
食物，有什么吃什么。因此随性自由的性格 越富贵，
越胖越有魅力！
不仅获得好人缘，更有贵人相助，想发财只
是努力的事情，从来不缺好机遇！想福旺，
第四：
属兔之人
自然比他人更简单！越胖越有福气！
属兔之人多吉祥命，不管生活给予再多
第二：
属鸡之人
的苦难，在他们的眼中，永远都是小 CASS。
他们似乎有一些虚荣，爱与人攀比，也爱和
生肖鸡，表面尖酸刻薄，其实是善良的 人斤斤计较！可是要想事业旺财运多，兔兔
人。他们大多是刀子嘴豆腐心，只是为人较 们必定不能减肥，而且要适当的圆润一些！
为坦诚，说话较直接罢了！若你是属鸡之 这样更得财神爷的厚爱，生活中也会有更多
人，那么恭喜你了，也提示你千万不要减肥， 的贵人来帮助！大多数兔兔们在 40 岁之后
微胖最好，也是最旺家人的体态！微胖可以 能平步青云，
福气旺盛！

星 座

婚姻最吉利的星座配
婚姻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
来，城里的人想要冲进去。十二星座亦是如
此，每个星座性格不一，有的星座组合在一
起，虽然婚前可能会比较别扭，但结婚之后
反而会大吉大利，
互相旺着对方。

者的登对自然是不用多说的。二者无论从
外形还是内在看起来，都是十分养眼的一
对，无论是优雅秤女与绅士瓶男，还是温和
秤男与灵活瓶女，二人在别人的眼中，都是
极具观赏价值的。结婚之后，口角是很少会
犯的，
这也十分有利于婚后生活。

白羊座&狮子座
吉利指数：
★★★★☆

天蝎座&射手座
吉利指数：
★★★★

同是火爆一族的羊儿和狮子，初见时极
容易擦出爱情的火花，并且他们的进展是极
为迅速而浓烈的。如果二者为同性，羊儿与
狮子都是会为了争“王”而大打出手，不过如
果是结婚之后，二者都具王者风范的情况
下，男性的力量会更为突出，因为不论是羊
女配狮男，还是羊男配狮女，想争王的羊女
或狮女，
都会乖乖臣服于狮男或羊男。

在希腊神话里，天蝎座与射手座如同日
月，当一方在东边升起，另一方在西边沉落，
注定是无法相遇的星座。虽然两个星座一
起交往，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组建家
庭之后，二者反而可以成为一个吉利的配
对。天蝎爱憎分明，其极端将被射手轻松、
追求平衡的性格大大中和，这使天蝎成为乐
观、宽容的人。而射手对事物的不在乎，又
会受到天蝎重视感情的感染，变得更加有情
有意。

金牛座&巨蟹座
吉利指数：
★★★★☆
稳重大气的金牛，与注重家庭富有爱心
的巨蟹，堪称是十二星座中模范夫妻的代
表，二者的结合，吉利是毋庸置疑的。如果
是牛女配蟹男，那么牛女可以时常感受到蟹
男的顾家是多么合自己心意，而牛男配蟹
女，牛男又会对蟹女的持家有道赞赏不已。
更何况，二人都是美食家，可想而知，二人的
婚姻生活会是多么和谐。
双子座&处女座
吉利指数：
★★★★

Loan officer
Suma Kolli

NMLS #986394
703-955-0481 (C )
suma@marionmortgage.com

jzhou@marionmortgage.com

202-246-1007 (C)

Vivian Zou

NMLS #349316

loan officer
703-323-7150 (C)

Hard Money Loans, Fix Up, Condo
Investment, Business to Business Only
民宅（包括 FHA 贷款）、
商业、
土地及建筑贷款

贷款顾问
大华府地区销售经理

陳雨晴
SUNNY CHEN

MD ，VA，DC 执照 NMLS# 1220187
手 机 ： 301
301-906
906-6889
微 信 ：SUNNYCHENYUQING

sunnychen@exitmtg.com
传真(EFax):301-500-3118

*自住，投资，
商业贷款
*无信用，外国人，
生意业主免查报税

疑难贷款专家
直接放款银行，
24 小时完成审批！20 多家
银行合作，针对您的不同条件，多样计划！
诚 诚请贷款顾问加入团队，保证最合理满意工薪制度，
5-156
聘 最专业管理培训。欢迎至电洽谈。

NMLS # 874176
703-483-0366(C)
rpalli@marionmortgage.com

NMLS #1223233
Loan officer

也有老师照顾，工作后自己的运气不错，
也肯学肯努力，所以生活还是挺不错的。
结婚之后只要不作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
题。这样的你，蛮知足的，所以一直都有
小小的富贵生活。
D、四十岁来
你后天的财运超强，很容易在积累一
些东西之后，获得自己的资本。有的人觉
得富贵可能是精神方面的，但是你觉得富
贵生活，就是先要物质堆起来，后来才去
讲精神层次上的东西。或是由某种机缘
巧合，你最终可以很顺利地赚到钱。别人
会觉得，你的财富来得比一般的人容易，
但只有你知道，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
吃过很多苦头，也曾经很努力地打拼过
的。
E、无所谓到不到
于你而言富贵如浮云。也不是说你
没有追求，不向往有钱人的生活。事实上
你也想过如果中了一百万，你会用来干什
么。但是光想有什么用？有时候机会运
气，有时候能力问题，都无法让你实现这
样的心愿。反而可能会让你过得十分辛
苦，压力太大。所以很多东西，只能是想
一想了。估计你也觉得自己今生，大概就
是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但这
不代表你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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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很晚才来
有的人会不高兴，觉得晚来的话，看
不到什么富贵的样子，搞不好人就与这个
世界拜托了。不过你觉得，只要它来，只
要它不缺席，晚点也不要紧吧。你是一个
肯吃苦能拼搏的人，所以耕耘总会结出硕
果累累的果实！你有博学有智慧，但是智
者都要经过磨砺一番之后，经历一段艰难
的岁月之后，
就能获得成功，
出头投地。伴随
着你的事业成功，
你的富贵命一定会晚到。
B、结婚后到
旺妻或者旺夫之说，或者有一定的说
法。毕竟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倘若四
处漂泊，心一直不肯安定下来，也是蛮难
富贵的。你便是有些像这样了。但是结
婚之后，出于对另一半负责，对家庭的责
任感，你会沉下心来去做事情，脚踏实地
地做一些事情。不要小看自己的实力，你
很能在一方天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只不过，你的这种富贵命，一定要结婚之
后才会到来。
C、小小富贵
在你的意识里，富贵这种东西，蛮难
衡量的，究竟要到多少钱，才能算过上富
贵的日子了呢？比上总是不足的，比下总
是有余的你，小小的富贵，是一直都存在
的。小的时候，你有家人爱护你，学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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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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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更低利率？
想更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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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帮您！
！
没有身份和信用分数？
没有身份和信用分数
？我能帮您
我能帮您！
！

优雅的天秤座跟富有开拓精神的水瓶
座，二者都是属于风象星座，搭配在一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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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哪种情况，你认为最幸福？
饥肠辘辘时吃了一顿饱饭——答案 D
毫无顾虑地去想去的地方——答案 A
恋人送了你舍不得买的东西——答案 E
每天闲闲散散地看看书种种花——答案 C
看着爱的爱人与孩子陪在身边——答案 B
【选好后往下看！答案在下面】

双鱼生成是泪水多的水象星座，并且还
是个变动星座，而土象的摩羯则是忠诚务实
的本位型星座。然而鱼儿和摩羯在根基上
是相合的，因为鱼儿欣赏摩羯的踏实，摩羯
又会向鱼儿学习变化的乐趣。二人或许在
恋爱时会因为浪漫与不浪漫而产生矛盾，可
是结婚之后，这一组合却能十分吉利。毕竟
浪漫不能当饭吃，二人会为一对互信互谅的
坚实组合。

天秤座&水瓶座
吉利指数：
★★★★★

Cassandra Eckert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过只要活着，就仍然要相信自己是有这样的好命，享受
荣华富贵的。有的人是天生含着金钥匙出生，有的人是潜力股是埋在地下的的金子，
你此生，是不是也能过上富贵的生活呢？如果注定要过这样的日子，你又要什么时
候，才能享受到你的富贵命呢？

双鱼座&摩羯座
吉利指数：
★★★★☆

双子与处女的守护星都是水星，代表了
知性、聪慧、反应快。虽然如此，二者的思考
逻辑却大不相同，谨慎努力、一丝不苟地追
求合理原则的处女，和善变虎头蛇尾的双
子，看似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但爱情是很
奇妙的，二人进入婚姻的围城后，处女常会
被常识丰富、反应灵敏的双子所吸引，双子
也开始学着像处女那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
人，
二人可谓是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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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富贵命啥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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